
2017年， 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教
育出版社再度联手推出新版 “中少百
科”。 中国教育出版人积30年之力打造
的这一文化品牌， 在互联网时代， 能
否经典归来？

第一套专门为少年儿童编写
的百科全书

1987年 ， 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 ，
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和浙江教育出版
社的编辑达成共识， 要为中国的孩子
量身定制一本百科全书。

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一部给孩
子的少儿百科。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
崇德回忆说， 那时的中国人口超十亿，
却没有一部给三亿孩子看的少儿百科。

1988年初， 这个选题被原国家新
闻出版署列入了 《1988年—2000年全
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》。

500万字的初稿交上来， 编委会发
现 ， 一半以上的条目有 “成人百科 ”
的痕迹。 “孩子不感兴趣或者看不懂，
就是失败。” “中少百科” 总责任编辑
许乃征说。

他们决定调整作者队伍。 500多位
作者， 以京沪浙为主， 集合了各学科
专家、 儿童心理学家等。 每篇稿子至
少要修改三次， 许多标题由小读者选
定， 如 “稀土不是土” “刀枪不入的
锰钢” 等。

1991年 “六 一 ” 儿 童 节 前 夕 ，
《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》 正式出版。

80后、 90后的“百度百科”

“好的选题不一定能出好书， 好书
不一定有销路， 这在出版界很常见。”
当年的编委、 浙江教育出版社副总编
辑邱连根说。

他们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。 没想
到， 热销空前， 到今天累计销售了300
多万套 。 据工作人员回忆 ， 那些年 ，
卡车在印刷厂门口排队等。

“从世俗意义来说， 这是一套名利
双收的书。” 林崇德说， 但最让人感怀
的是它在80后、 90后中的影响力。

在豆瓣， 《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
书》 的累计评论达到了数万条。 许多
人说， 这套书就是自己童年的 “百度

百科”。 “那时的我觉得全世界也不过
在这四本书之中。” 网友 “小阿飞” 这
样写道。

评论的字里行间， 是被启蒙的拳
拳之心： “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
蒙太奇， 那是一个法国词； 第一次知
道了黑泽明和 《公民凯恩》。 世界就这
样在我眼前展开了 。” “到初中毕业
时， 红色那本被翻破了， 橙色那本几
乎是新的。 原来那时的兴趣选择已然
决定了我现在大部分的阅读取向。”

当年小读者， 新版成作者

由于种种原因， “中少百科” 在
第三版后一直没有更新换代， 停留在
了记忆之中。

2015年， 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北京
师范大学再度联手， 筹备新版。 新成
立的少百工作室6个人， 2年多只负责
这套书。

“第一页的稿子 ， 就修改过5、 6
次 。” 少年百科全书工作室的负责人
赵波说， 他上小学的儿子 “小树” 成
了第一读者。

新的是内容 ， 尤其是科技部分 ，
火星探测、 阿尔法狗……全部包罗其
中。 书的材质也更新， 用了保护视力
的哑粉纸和环保的大豆油墨。

当年的小读者， 成了新版的作者
和责任编辑。 85后孟珍真是中国社科
院世界史硕士毕业生。 她说， 当年正
是 “中少百科” 给自己种下了爱历史

的 “小苗”， 没想到毕业后进入浙江教
育出版社工作， 参与新版编辑工作。

2017年4月， 新版 “中少百科” 在
新媒体平台进行预售。 给孩子买书的
80后家长被勾起回忆， “小时候最喜
欢看蓝色的那本， 长大果然学了历史。
孩子现在也爱看蓝色， 莫不是以后也
要学历史。”

供职于一家融合教育机构的王燕
姿 (化名 ) 说 ， 自己平常带着自闭症
的孩子们跟普通小朋友一起上学， 学
校也买了这套书， 放在教室里给孩子
们看， “跟老版相比， 新版最后加了
一些抑郁症、 自闭症等内容， 还特别
强调了该怎么去理解这些人群， 我感
到特别暖心。”

互联网时代， 是否需要一本
纸质版的少儿百科？

“中少百科” 旧貌换新颜。 尽管有
着忠实的读者群， 新版268元的定价也
被称为 “一股清流”， 但编辑出版团队
还是悬着心。

他们最担心的是， 互联网时代孩
子们还需要一本纸质版的少儿百科吗？

林崇德认为， 知识和信息铺天盖
地时， 孩子和家长反而无所适从， 选
择性了解、 碎片化阅读又让当下孩子
的知识结构变得失衡， 因此依然需要
一本权威的百科全书来建立对世界的
完整认知。

“在信息时代， 似乎动动手指， 就
能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信息， 但网络信
息不全面 、 不权威的弊端也日益明
显。” 赵波说。

另一个挑战来自国外的引进版少
儿百科全书。

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， 引进版少
儿百科固然有许多优点， 但其知识结
构、 价值观念等都是 “西方视觉” 的，
涉及到中国的内容也较少。

杭州一位家长说， 虽然已经为孩
子购买了一些国外引进的少儿百科全
书， 但看到新版 “中少百科”， 自己还
是下单购买了 ， “至少在中国历史 、
中国文化部分能起到很大的补充。”

摘自人民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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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 ， 荷兰Woensdrecht空军基
地， 大约4000名王室粉丝和飞机爱好
者， 前来跟荷兰政府和王室旧专机告
别。 这是一架Fokker70， 飞机以前女
王名字简写命名， 叫PH-KBX， 已经
为政府和王室服务了21年， 购买时候
花了7500万荷盾， 退役之后以370万欧
元出售给澳大利亚航空公司Alliance
Airlines。

近日， 日本千叶市动物园内的纯
种白色考力代羊诞下一只罕见的黑色
考力代羊小羔羊。 考力代羊是全身被
毛为白色的品种， 但是由于基因突变，
才有了这只罕见的黑色羊羔。

6月3日， 2017中国 （青海） 藏毯
国际展览会 （以下简称： 藏毯展） 上
首次展示中国古董地毯。 当日， 来自
荷兰的收藏家DeJong以及DeRoodede
收藏的中国鞍毯系列藏品亮相展览 ，
这些藏品大部分可追溯至19世纪。

近日， 海口火山荔枝王大比拼在
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举行， 来自当地
的16名参赛农户经过比拼， 最后已有
15年荔枝种植经验的王红銮获得 “荔
枝王 ” 称号 ， 她的参赛荔枝品种为
“紫娘喜”， 最大一颗单果重达100克，
比鸡蛋还大。 图为获得 “荔枝王” 称
号的荔枝。

荷兰王室旧专机退役出售
内部设施曝光

日本动物园现罕见一幕
白羊妈妈诞下纯黑小羊

中国古董地毯首次亮相
可追溯至19世纪

海口“荔枝王”大比拼
最大单果超鸡蛋

《中国少年
儿童百科全书 》
(以下简称 “中少
百科”) 是新中国
第一套专门为少
年儿童编写的百
科全书， 曾创下
累计销售300多万
套的佳绩， 成为
80后 、 90后的集
体记忆。

？？经典能否“复活”
新中国第一套少儿百科全书：


